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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文化产业发展的“助推器”
!!!"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""��[-.2�����

本报记者 !"

省政府!关于支持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的若
干政策"#以下简称!若干政策"$一经公布%在
海南引起强烈反响%特别是很多文化企业深受
鼓舞%大家形象地将!若干政策"比喻为文化产
业&文化企业加快发展的'助推器() 就政策出
台的背景&意义及如何理解政策等问题%省委
宣传部常务副部长&省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
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松林接受了本
报记者的采访%对此进行了深入解析)

��#!#$%&"'()*+,#-./

01$./2134567+8% 9:;<%

=>?3@ABCDEF&

2��#最大的背景%就是海南正在全力
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)这既给海南发展文化产
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% 又带来了新的重大机
遇) 我省出台!若干政策"%推动文化产业加快
发展%是由几个方面原因所决定的)

一是由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战略定位和发
展目标所决定的) !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
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"提出的国际旅游
岛六大战略定位%尤其是要把海南建设成为国
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的战略定
位%与文化&文化产业息息相关)提出的发展目
标之一%即到 !"!"年%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
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#"$%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比
重达到 #"$%更是需要大力发展&加快发展第
三产业中先导性&带动性很强的文化产业)

二是由我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所决定
的) 目前%我省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基本上是 %*

%*&%与国家要求重点发展第三产业的目标还有
较大差距) 文化产业是绿色+低碳&可持续的朝
阳产业%是快速发展的新的支柱性产业%加快文
化产业发展对调整我省三次产业结构& 转变经
济发展方式&建设生态示范省作用突出&意义重
大) 尤其是对改变我省一些地方主要靠房地产
拉动经济增长的状况%无疑会起到重要的作用)

三是由海南发展文化产业的有利条件所
决定的) 海南拥有丰富独特的文化资源%如有
热带岛屿海洋文化&自然生态环保文化&黎族
苗族风情文化&琼崖历史文化&地方民间民俗
文化&现代红色文化&宗教文化以及健康长寿
文化等%文化元素多%多元与开放并存%为发展
文化产业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)此
外%海南还拥有得天独厚&国际一流的自然生
态环境%适合发展文化产业)

四是由海南文化产业的现状所决定的)其现
状可一句话概括*总量小%发展空间大)去年海南
文化产业增加值只有 &%亿元% 占 '()比重为
!*++,%低于全国 %$的平均标准) 但海南非常需
要&非常适合发展文化产业%发展空间很大)

基于以上情况%省委&省政府审时度势%做
出了新的战略性抉择%把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
济支柱性产业%并出台了支持文化产业加快发
展的!若干政策")

��#!#$%="GH>3IJDEF&

2��#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含金量高&开放
性强&适用范围广%体现了省政府以更有力的政
策支持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的重大战略)!若干政
策"中的五大类 %-条具体政策%不仅全面系统%

而且很有实用价值,不仅适合本省企业%而且适
合所有在海南投资文化产业的各类企业)

��#!#$%="453KJDEF& L

JDEF&

2��#五大政策%各有各的支持重点%各
有各的特色)

土地政策%是最具含金量的政策) 经省政
府批准的文化产业重点项目%可以享受-两优
一补(的土地政策%即享受优先供地&优惠供
地&补偿用地的诸多优惠) 特别是用地纳入土
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%基本上是按照成
本价供地) 这里要说明一点%享受这些政策的

前提是经认定的文化产业重点项目%即对地方
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发展具有较大带动
作用的文化产业重点项目)-两优一补(的土地
政策%充分贯彻了省政府以重点项目带动文化
产业快速发展的战略意图)

财政税收政策%亮点就是以加大财政投入&减
轻企业税赋来引导&鼓励重点项目&骨干企业&改
制企业&高新企业&出口企业加快发展) 比如文化
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明年将比今年增加一倍% 达到
&"""万元) 作为一个小省&小财政%拿出这么多钱
来引导扶持文化产业重点项目&重点企业%其支持
力度是很大的)又如为支持新兴文化产业发展%对
文化领域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两年免征&三年减半征
收企业所得税,对从事数字广播影视&网络传输&数
字出版&动漫游戏&文化创意等文化创新型企业&高
新技术文化企业或高新技术项目%按规定给予行政
性收费减免%并在 %年内%以其实际缴纳的企业所
得税地方留成部分%核定并安排奖励资金)

投融资政策%主要是以设立投资基金&利率
优惠&贷款贴息&融资担保&上市融资&发行债券
等形式%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%鼓励中小
文化企业加快发展)其中提出%设立省文化产业
投资基金%可在国有资本控股前提下%吸收股份
公司&上市公司和社会优质资金参与)

市场准入政策%重在鼓励非公有资本和外
资来海南发展文化产业% 支持社会资本以参
股&控股或独资等形式%兴办政策允许的&适合
国际旅游岛建设需要的各类文化企业%并放宽
企业注册条件%降低市场准入门槛)

人才政策%以免征个人所得税&无形资产
折价入股&帮助家属子女解决就业就学问题等
政策%吸引高端&高层次文化产业人才来海南
创业或者提供咨询%实用性也很强)

��#!#$%="MNO#PQRSTU%

VWXX!#$%="-YZ./21[\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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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��#

!若干政策"的含金量之高%对文
化产业的支持力度之大%在全国是少有的) 我
想社会各界&国内外企业和文化产业方面的人
才%都会注意到这一点)!若干政策"的出台%对
引导和推动海南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的作用不
仅是巨大的%而且也是长远的) 去年 +"月%省
委省&政府出台了!关于加快推进文化改革发
展的决定"%提出到 !"+.年全省文化产业的增
加值要达到 '()的 &,%到 !"!"年要达到 -,

的目标) 要实现这两个目标%我省文化产业发
展面临着时间紧&任务重&压力大的现实情况)

但是%我们分析一下海南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
和前景%就会得出目标可望实现的结论)

首先%省委&省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
展) !若干政策"就体现了省委&省政府支持文
化产业加快发展的决心和力度)

第二%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
略后%投资海南文化产业的势头强劲%大企业&

大项目越来越多)据粗略统计%全省 +-个市县
共上报的 //个文化产业大项目%到 !"+.年的
总投资高达 %"""多亿元% 直接产值超过 .""

亿元)航天主题公园&海洋主题公园&三亚梦幻
娱乐不夜城等一批大项目已经开工建设)

第三% 海南文化产业发展已经进入快车
道) !""/年到 !"+"年%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
年均增长 !!,%大大高于 '()的增长速度%其
中去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 !&,% 比 '()增
速高 -*!个百分点)

第四% 我省正在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%推
进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建设% 培育骨干文化企
业%构建-一区三带九重点(的文化产业格局)

我们相信%经过十来年的不懈努力%海南文化
产业会从现在的小产业&弱势产业变成未来的
大产业&强势产业)同样是旅游大省的云南%近
几年文化产业突飞猛进%去年文化产业增加值
的比重已经突破 #,% 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很好
的示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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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(嬉水节后天就要开幕%各路嘉宾&

明星和媒体陆续来到%记者今天走访
了位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城七
仙广场的嬉水节主会场%以及位于呀
诺达景区的分会场%发现两个会场均
已搭建完毕%各项准备工作都进入到
最后的收尾阶段%以迎接八方来客)

记者在保亭七仙广场看见% 在广
场已搭建完成的舞台上% 正进行着开
幕式洒圣水仪式的节目彩排)锣鼓&旗
帜&牛角号&民族特色服装%这一切都
将出现在开幕式上% 营造震撼的洒圣
水场景)在广场一侧%新修的道路已铺
砖完毕) 七仙河上情歌对唱水上平台
已搭建完成)水上喷泉%巡游龙船也修

葺一新% 工人们正往各个广场水池内
注入新水)通讯应急车%直播车已开入
广场内)

而在今年首次设置的嬉水节分
会场...呀诺达景区%各项准备工作
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%分会场舞
台已搭建完成%活动公示+道旗+路标
等氛围布置也在加快建设%确保嬉水
节开幕式之前完场)该景区员工正在
排练参演的开场舞和 !神奇呀诺达"

伴舞%员工们白天忙工作%晚上加班
排练%参与嬉水节的热情高涨)

据了解%在 -月 #日嬉水节开幕
式当天% 呀诺达景区游客中心大型
01(显示屏将同步直播开幕式盛况)

随后%在景区大门广场还将上演迎请
圣水+长老祈福+嬉水狂欢等活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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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(今天下午%+!"名保亭黎族苗族自
治县志愿者全部正式上岗% 加入到
-!"++年中国海南七仙温泉嬉水节(

的紧张筹备工作中)

据介绍%本次志愿者招募活动是
由共青团保亭县委负责组织的)近年
来%随着嬉水节影响力加大%参与人
数越来越多%规模越来越大%保亭从
!""-年的嬉水节开始招募志愿者%此
后每年的嬉水节上都活跃着青年志
愿者的身影) 去年嬉水节就有 ."名

志愿者参与其中)

此次志愿者工作负责人邱启弘
告诉记者% 嬉水节不仅是展示保亭
旅游文化资源和少数民族风情的舞
台%对于保亭的广大青年来说%也是
他们展示自己-建功国际旅游岛%青
春奉献我先行( 精神风貌的重要窗
口) 据了解%此次招募的 +!"名青年
志愿者%来自保亭各个乡镇%多数都
是在校就读的大学生+高中生%他们
将在本次嬉水节接待引导嘉宾+维
护主会场秩序等各个环节上扮演重
要的角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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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宣传部+省旅游委联合主办的-海南省旅游
行业创先争优活动( 自 -月 +日正式启动报
名以来%在我省旅游界引起强烈反响%活动网
页浏览量已超 +"万次) 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从
南海网获悉%截至今天下午 .时%已有近百家
旅游企业争相咨询报名事宜% 希望参与此次
评选活动)

今天%海南日报记者随机对申报企业进行
了采访) 海南博鳌水城旅业有限公司认为%参
加创先争优活动跟公司的生活+经营+工作都
是有机结合在一块的) 如在旅客密集的地方%

设立党员服务岗%为游客提供细致的服务) 海

口市中国旅行社负责人表示% 将通过标准化+

流程化争创海南省内一流旅行社一流旅游服
务单位%提供给客人最优质的服务) 希望通过
活动进一步激励员工创先争优的意识%同时在
行业内树立良好的口碑%通过这个平台找到自
身更多的差距% 在努力缩短差距中取得进步)

自旅行社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后%从客人的回馈

中%能明显感觉到旅客满意度大幅提升%给予
了很高的评价)

据了解%-海南省旅游行业创先争优活
动(报名截止日期为 - 月 +" 日%凡在我省注
册的旅行社+旅游饭店+旅游景区+高尔夫球
会+旅游购物商店+旅游餐饮点+旅游客运企
业+邮轮游艇企业%符合相应评选条件的%均

可以参加活动)

报名主要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报名两种
方式) 网上报名% 可登录南海网#23345667778

29:;7<8=:6$ 或直接登录活动网址#2334566=>?@8

29:;7<8=:A) 现场报名则需要下载申报表%填写
完后加盖企业公章% 送至海口市金盘路 %"号
海南日报社新闻大厦 -"B室即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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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^uvwxy( 今天下午% 省妇
联+省台办向 /位 !"++年中国C海南D

七仙形象小姐颁发-琼台文化交流使
者(聘书) 同时接受聘书的还有比赛
特殊贡献奖得主+来自台湾艺术大学
的女大学生刘雅培)

经过近三个月的层层选拔%王茜
朋+肖天莱+曹丹+高超+王琳+邱薇
薇+ 高敏 /人获得了 !"++中国海南
七仙温泉嬉水节形象大使称号)据悉
-七仙女(们刚刚结束了台湾之旅%此
次旅行中-七仙女(很好地宣传了海
南优良的生态环境+ 热带雨林风光+

健康休闲胜地以及独特的少数民族
文化)

海南的黎族文化深深地吸引了
来自台湾的刘雅培) -我觉得海南是
片很神奇的土地%从我身上穿着的黎
族服饰就可以看出来%细腻的编织手
法%鲜艳的色彩和复杂的花纹都深深
地吸引了我)我觉得海南的本土文化
也很有特色) (刘雅培说)

省台办有关负责人介绍%-琼台
文化交流使者( 将会以自身的美丽+

智慧+爱心+梦想和热情%宣传海南国
际旅游岛%并对琼台交流沟通起到桥
梁作用)


